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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开拓零售业的未来 
 
 

让现代零售企业能够提供“全方位的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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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天的零售市场格局给零售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不断变化的

经济环境因素，不断增加的商品和购物方式的选择，以及不断膨胀的信息访问，都在推动着今天

的消费者，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零售体验。 
 

显然，零售体验的重点已远远超出了实体店的范畴，而应该包括从电商网站、呼叫中心到线上线

下市场和社交网络的一切——它们无缝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体验。换句话说，今天的零售就是全

渠道零售。 
 

市场数据突显了这种多方位的客户参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每月至少有一次在线购买；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在购买前先上网站论坛等社交媒体寻找其关注的零售商的信息；零售企业希望扩大并重

新定位其实体门店，以提供更直接、更个性化的品牌体验。 
 
 
 

  

图 1：零售的演变 
 
 
 

然而，客户营销方式的爆炸式增长，带来了一项重大的挑战：消费者期望与零售商的每次接触都

是互联的、透明的、一致的。其实，这只是今天消费者要求“提供完整的购物体验”的其中一个

方面。 
 

那么，如何来描述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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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零售商知道我是谁，将我作为一个个体来对待。他们所提供的商品正是我要找的，我

获得了个人关注和特别的个性化产品。他们帮助我充分利用了时间和预算。” 
 
无缝的：“我可以随时随地在我喜欢的任何设备上与零售商联系。无论是在店铺还是网上，我都

从零售商那里获得了同样出色的体验。我的移动设备上有我最喜爱的社交网站提供的促销信息，

并且我之后可以很容易使用它们。” 
 
差异的：“零售商让我可以轻松地以合理的价格得到我想要的产品。他们的工作人员是热情且高

效的——他们提供出色的客户服务。与我曾购物的其他店铺相比，他们一直做得更好一些。我在

这里获得了最佳整体体验。” 
 
 
 

  

图 2：完整的购物体验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种新的零售业态已经出现。 
 

零售商 

在这个新的零售业态中蓬勃发展意味着零售商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更加强大、更加

主动。总之，他们需要是灵活多变的。而这意味着： 

 互联的，跨渠道聆听、学习和响应，提供一致、方便的体验，在客户想购物时，

以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向其提供他们想要的商品。 

 个性的，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工作团队中改善生产力和客户服务，帮助他们最有价值的

资产（员工）完全发挥其潜力。 

 敏捷的，实时访问关键信息，优化绩效，预测趋势，并把握机会，从而带着业务

洞察来推进业务执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真正 360 度的业务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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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零售商希望能够快速把握新的市场机会。这意味着需要有能力持续不断地改变、增加或发

展他们的业务——轻松引入新的业务模式，或者动态地创建和执行工作流。 
 

从理想到现实 

Microsoft 在向世界各地的零售商提供平台软件解决方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但我们的零售行

业方案的成熟度仍然在不断发展，这归功于微软自身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品牌建设，以及对软件

应用程序的大量投资，并且作为零售商，我们开设了 Microsoft Stores。 
 

借助每年 100 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微软面向零售行业的 Microsoft 产品组合中有大量可以共享和

利用的重大技术创新： 

 应用程序—Microsoft Dynamics (POS、商品管理, 多渠道管理，门店管理,订单与供
应链管理，财务管理，客户关系管理）；Microsoft SharePoint；Microsoft Office；
Windows；Microsoft SQL Server；Microsoft Tag 

 设备—Windows Mobile；Surface；Kinect；Windows 计算机和平板电脑 

 部署—Microsoft 服务 
 

显然，针对零售业，Microsoft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其中在 Microsoft Dynamics 中体现得更加明显，除了强大的 CRM 功能之外，我们设计了 Micr

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零售解决方案来处理现代零售的关键业务场景，同时支持零售企业未

来的业务创新。 
 

与其它解决过去问题的零售软件不同，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是一个现代的、统一的技

术产品，为零售商降低业务处理的复杂性，让他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增强与客

户联系，提高员工能力，并实现卓越的业务运营。 
 

总之，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的重点是帮助零售商更加灵活高效。 

http://www.microsoft.com/casestudies/Microsoft-Dynamics-AX-for-Retail/Microsoft-Store/Microsoft-Launches-Innovative-Retail-Business-Delivers-Customer-Service-Excellence/400000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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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 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您将能够： 
 

与客户互联互动。提供开箱即用的全渠道管理功能（包括完全集成的电商、门店和移动 POS），

跨渠道、跨设备提供个性化的、易用的和透明的应用。现在，客户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订购、提货、

退货或换货。对社交和移动电子商务的支持，意味着您可以针对移动终端或社交网络提供促销、

折扣或优惠券，并为客户参与创造新的机会。 
 
增强员工的能力。提供丰富的产品详细信息，并显示自定义内容，同时创建和管理 POS 订单，为

销售人员提供与客户进行有效的面对面交流所需的所有信息。通过 Role Centers（角色中心）为

员工提供相关信息，Role Centers 是一套仪表板，提供与每一个用户相关的一组简洁的信息，使

员工能够做出准确、及时和相关的决策。 
 

带着洞察来执行。面向所有渠道的全方位管理，降低复杂性，并在涉及到主动预测趋势时提供零

售商所需要的完整洞察。同时，强大的销售功能将控制权交到零售商的手中，无限的类别和层次

使零售商可以进行分类和补充，准确、高效、最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为零售商提供可用于在本地或全球跨渠道推动零售愿景的技术和

功能。将 POS、全渠道管理、店铺运营、营销、供应链等汇集在一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中，可以

在整个企业提供完整的可见性，同时增强您的用户管理能力。 
 
 
 

 

图 4：零售业务的端到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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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要点 
 

全渠道管理 | 店铺运营 | 营销 

全渠道管理 
 提供跨渠道的全面可见性和管理控制：实体店、电子商务网站、移动、社交商务，等等。 

 跨渠道场景（“在线购买/店面提货”）提高客户的便利性。 

 零售渠道与在线市场和店铺的集成，为客户互动和反馈创造了新的机遇。 

 站点支持云平台的产品/服务报价、招聘、广告促销等。 

 集成品类管理与在线渠道。 

灵活的 POS 
 详细信息页面提供了来自多个渠道的产品详情，而任何来源的自定义内容都可以直接插入 PO

S 界面，以驱动强大的客户体验。 

 专门构建的 POS 组件原生地集成到 Microsoft Dynamics AX 2012 中，具备容错能力，在

存储连接丢失时可以继续交易。 

 “拖放式”设计器支持按角色定制 POS UI，以改善客户服务，并帮助减少新员工的培训时

间。 

 强大的功能包括记账、优惠券、退货管理、信息代码、退货/清货/降价促销、库存收据/查找/

计数、实时的客户记录和忠诚度计划更新、关闭、时钟，以及备用现金。 

集中式店铺 

管理 
 集中式 POS 终端管理包括视觉和功能性配置文件、用户界面布局，以及员工权限。 

 一致的店铺/ERP 数据模型和业务规则，有助于收集准确、及时的数据。 

 强大的数据复制有助于确保整个组织的关键更新：可配置的、灵活的库存和财务的更新、销

售订单付款、礼品卡使用，以及忠诚度积分的发放/使用。 

 利用灵活的工具管理店铺、区域和人员。 

强大的 

营销 
 针对盈利能力优化，具有定价灵活性：灵活的折扣、优惠券、组/项目/客户的折扣、混合搭

配，以及买一送一的场景。 

 利用强大的分类管理，包括创建、调度、跟踪、利用 n 层深的项目层次和类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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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要点（续） 

 

电子商务 

在线店面和内容 
管理 

 通过行业标准的工具，完全集成在线店面与内容管理。 

 基于搜索的独特技术从托管的内容、编写的内容、目录等构建在线体验，以提供最准确、及

时和一致的体验。 

 历史点击模式和设备识别，确保内容是个性化和相关的。 

集中式 

电子商务 

管理 

 店面管理的所有方面（层次、类别、付款、购物车、订单履行、运输等）由 Microsoft Dyna

mics 在零售总部管理，完全集成。 

 Microsoft  Dynamics 中的完整目录管理极大地降低了复杂性、编码。 

 消除中间件、非标准集成，以及订单真实性的挑战。 

客户关怀和社交商务 

客户关怀 
 凭借对实时的可执行数据的访问，确定趋势并提供个性化服务。 

 使用共享的文档存储库来维护客户从初次接触到后续互动的全面历史，并使它在整个组织中

可用。 

社交商务 
 通过社交网站实施促销、折扣、优惠券，等等；支持召回和/或通过其他渠道的兑换。 

 通过市场和社交网络跟踪来自兑换促销的相关人口统计详细信息，进行客户数据挖掘和分

析。 

全方位渠道订单管理 | 补货 

订单管理 
 创建订单和报价（从任何渠道或位置获取库存），无需离开客户端，使用基于 POS 的订单支

持功能。 

 基于 360 度的业务视图，接受、履行并跟踪标准和特殊订单。 

 管理和应用必要的税务规则。 

 执行价格和库存检查，并管理库存预留。 

补货 
 基于策略或需求，跨渠道无缝地补货。 

 通过端到端的视图，管理库存转移和公司间的调拨。 

 综合地管理采购、请购和补货流程。 

 优化采购和补货：基于大小、颜色和风格的采购数量；使用补货流程（包括越库），以建议

店铺之间的商品分配，提供即时的调拨日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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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要点（续） 
 

针对企业设计 

覆盖全球范围和 

可扩展性 
 利用实时的业务引擎和可扩展的集团化管理软件，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轻松地模拟并管理复杂的组织，不影响灵活性。 

 随着业务的增长扩展解决方案；在本地或全球增加店铺和分销中心；增加用户和三层架构的站

点，以及与其他 Microsoft 产品的互操作性。 

 利用灵活的部署选项，以及对 38 个国家/地区和 40 种语言的内置支持，跨地域和位置轻松操

作。 

 使用工作流、策略和审计规则功能，主动监控可能损害公司声誉的活动。 

 把握新机遇，利用简单、实惠的 Web 服务框架添加、构建和扩展可盈利的合作伙伴关系。 

硬件和 
支付合规性 

 支持包括 OPOS 在内的零售行业标准，最大化 POS 硬件和周边设备的选择。 

 管理 PCI 数据安全标准合规性和日常支持。 

投资 

优化 
 通过与 Microsoft Office 及其他 Microsoft 产品的互操作性，实现生产力和数据完整性的提

高。 

 利用我们统一的自然模型、三层架构和 Visual Studio 2010 集成开发环境，高效地构建业务

流程增强，并管理端到端的流程。 

 
 
 
 

此外，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的灵活架构使其可以将以前的独立系统集成到一

个解决方案中，驱动增长并促进那些最重要的客户关系。 
 

在 Microsoft，我们相信，现代业务解决方案应该连接组织内外的人员，为他们提供互联互

通，和业务洞察，推动更好的决策并提高生产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使命是让零售商能够跨渠道在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时间连接到正确的人。 
 
 
 

我们具有更强的互联性 
 

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为您提供了跨一系列核心 Microsoft 技术的无缝互操作性，

因此您可以实现更大的价值和业务影响。更好的是，我们可以将几乎任何东西集成到您的零

售平台。从本质上讲，我们不会限制您的业务发展。 
 

现在，我们提供端到端的集成，为您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功能。连接您的仓库、店铺、

在线业务、POS 和总部来实现实时运营卓越性和洞察力，又或者无缝地管理多渠道以实现前

所未有的以客户为中心，创建有吸引力的新客户参与业务。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三个内置的连接性功能。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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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操作性。利用强大的 Microsoft Office 实现生产力、统一通信，等等。挖掘 Visual Stu

dio 作为一个完全集成的开发选项的能力，向您的 IT 部门提供前所未有的多功能性。释放 

SharePoint Business Connectivity Services 的企业搜索能力，以降低复杂性，提高绩效，

并让您的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响应，相信您的人员每天使用的应用程序将是熟悉且易用的。 

 连接性。现在，您的 POS、全方位渠道管理引擎、电子商务、店铺运营、营销和 ERP 都

共享单一数据模型和业务规则。这在市场上是一个强大的差异因素，为您提供无与伦比的

店铺运营控制： 
 

o Commerce Data Exchange scheduler 让关键数据流实现集成互动。您只需定义如何
及何时发生。 

o Commerce Data Exchange Real-Time 允许客户和忠诚度事务的实时更新，并为您
提供整个组织的库存状态的即时可见性。 

 

o 通过 Commerce Run-Time 引擎的 Complete Omni-Channel Management（完整

的全方位渠道管理）和 Cross-Channel Flows（跨渠道流），意味着，无论什么渠道，

客户数据、订单、销售、退货等发生时都具有透明度和一致性。 

 可组合性。利用模型驱动的分层架构，扩展功能或向上扩展以实现增长，同时利用统一的

自然模型来创建新的组织场景，或以对业务有意义的方式部署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在您

希望的任何时候做您想做的任何事情。 
 

在市场上没有其他解决方案提供这种风格的“互连体验”，它可以映射整个业务生态系统，实现 

360 度的业务视图，并将店铺管理的各个方面链接到营销、供应链和财务，这样您就可以实现卓

越的实时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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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选择的能力 
 

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提供 POS、 Merchandising（商品管理）、Omni-Channel M

anagement（全方位渠道管理）、Order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订单和供应链管理）、

Financials（财务）、CRM 等。但好消息是，我们不要求零售商一次性部署所有功能。 
 

这些功能可以被实施为一个全面的端到端解决方案，或作为“功能包”补充现有的技术，使零售

商可以选择对他们最有意义的选项。 
 

具体的功能包和相关的产品包括： 

 全方位渠道管理 | 店铺运营 | 营销 
 

o Microsoft Dynamics AX 
 

o Microsoft Dynamics AX POS——在销售点实现事务处理、忠诚度捕获、客户
详细信息捕获等 

 电子商务 
 

o Microsoft SharePoint 
 

o Microsoft Dynamics AX 

 跨渠道的客户关怀 | 社交商务 
 

o Microsoft Dynamics CRM for Cross-Channel Customer Care 
 

o Microsoft Dynamics AX 和 Microsoft Dynamics Sites Services for Social Com

merce 

 订单管理 | 补货 
 

o Microsoft Dynamics AX 

 财务管理 
 

o Microsoft Dynamics AX 
 

Microsoft 平台在 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增加显著的价值，比

如： 

 Windows Mobile，支持电话或手持 POS 

 Microsoft SharePoint，支持基于浏览器的、可定制的门户访问 

 与 Microsoft Word 和 Excel 的互操作性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开发环境 

 Microsoft SQL，支持报告服务和数据库。 
 

不管是利用全套功能，还是选择模块化选项，随着企业的发展继续构建，您都可以获得保证，知

道一切都将“正常工作”，这要归功于我们的技术的无缝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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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您的业务有意义的地方开始部署 
 

全方位渠道管理、店铺运营和营销 

 来自 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的真正的全方位渠道管理提供一个商务引擎来运作

零售商业务的所有渠道（店铺、网站、市场，等），包括跨渠道的业务流、洞察和分析。 

 启用卓越的存储系统，以控制用户角色、界面和硬件，实现在 POS 的客户订单管理。 

 利用强大的营销功能，包括对产品和自定义属性的全球及本地管理；无限的类别，以增强

类别和分类管理；以及管理矩阵和其他库存类型的创新。 

电子商务 

 完全集成的企业级在线店面 —— 开箱即与 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 集成的端到

端统一平台，包括一个创新性的商务运行时引擎，独特地管理所有渠道。 

 SharePoint 基于搜索的范式——而其他解决方案允许通过编码构建 Web 页面，后面是

在这些页面中进行搜索的编码（“含有”搜索的电子商务），用于构建 Web 页面的 Sha

rePoint 技术是基于搜索构建的电子商务。 

 开箱即用的完整解决方案集成，和在总部的管理，包括目录、订单、运输、支付、购物车

和微调等。 

客户关怀和社交商务 

 通过社交网站实施促销、折扣、优惠券，等等；支持召回和/或通过其他渠道兑换。 

 凭借对实时的可执行数据的访问，确定趋势并提供个性化服务。 

 使用共享的文档存储库来维护客户从初次接触到后续互动的全面历史，并使它在整个组织

中可用。 

全方位渠道订单管理、补货和物流 

  优化采购和补货：   根据大小、颜色和样式确定采购量；使用补货流程（包括越库管

理），以建议店铺之间的商品分配，提供即时的转移日志更新。 

 通过端到端的业务视图，管理库存转移和公司间的流动。 

 综合地管理采购、请购和补货流程。 

 监控供应商绩效，以帮助减少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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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GL/AP/AR) 
 

 快速创建无限的、基于表单的财务维度，可以跨法律实体共享它们，以获得完整的业务视

图、审计线索的透明度和详细的分析——例如，每个店铺的盈利能力。 

 将预算信息转换成精确的、工作流驱动的管理工具，其中包含多个变量，以及分级预算控

制，允许您定义如何管理支出，从而获得更大的采购控制权。 

 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及时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在录入点捕获并验证数据，并且使用标准化流

程和共享服务，从而更快地完成结帐。 

 在总帐中建立、查看和管理负债项，包括采购订单承诺，管理与年结处理及负债相关的工

作流项目。 
 
 

现在就开拓零售业的未来 
 

利用 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零售商可以降低业务创新和发展的成本和复杂性。 

 想瞬间改变 POS 的外观？现在，您能够以集中的方式进行这些修改，利用 POS 编辑器，

这就像“拖放”一样简单，为您提供最佳的 POS 外观、感觉和功能。下面只是一些选项： 
 

o 准备推出一个新产品，需要刷新每一台 POS 来显示该项目，并包括图片和消息？

只需准备新 UI，提前预约变更时间，并在“上线”日观察变更无缝地出现每台设

备上。 

o 想为您的同事提供客户历史、产品详细信息、产品评论、推荐的配件和服务计划，

从而为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只需配置项目的详细信息和/或自定义内容

窗格，那么这些丰富的数据就能立即可用。 

o 想优化您的移动 POS 设备，提高用户的工作效率和服务的速度？现在，您可以配置 

POS 的左手/右手设置；语言；安全；等——在角色或个人登录时，设置将会生效。 

o 希望使用完全集成的基于 POS 的订单工作负载，无需离开客户方就可以创建报价和

订单？好，现在您可以做到。 

 想发现有关店内业绩的更多信息，并提供直观的全方位渠道营销？好，现在您可以做到。 

o 一个商务运行时引擎控制您的所有渠道。只需创建一次促销、折扣或任何其他战略

举措，并看到它跨所有渠道生效。由多个引擎和其他解决方案的脱节架构所引起的

冗余性和复杂性都不见了。 

o Role Centers（角色中心）和有针对性的指标/KPI 提供实时洞察。拥有一个分类

层次和一个补货的独立层次，为您的销售季节和店铺形式等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同

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库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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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充分利用新的渠道机会，比如通过刺激并扩展购物体验的针对性促销接触客户？好，现

在您可以做到。 

o 让 Dynamic Web 发挥最大作用，这是基于独有的搜索技术的一个完全集成的在

线店面，并且可以使用驱动您的 POS、营销、订单管理等的同一个强大解决方案

进行管理。 

o 利用 Sites Service（站点服务）功能将促销、优惠券或折扣发布到网站、市场或社

交网络——可以在店内兑换，以帮助增加平均交易规模。 

o 跨任何渠道为购买、运输、退货等场景提供便利性。 

 需要立即调整您的组织？好，现在您可以做到。 

o 也许您有一个新店开业，或者您需要整合新店收购，或者您要在组合中增加新的配

送中心。使用强大的可视化建模功能来查看整个业务生态系统，链接新的实体和地

点，并让强大的元数据和架构立即应用这些变更——没有编码或复杂性。 

 需要以对您的业务最有意义的方式利用云？ 

o 在内部部署或使用基于订阅的定价模式通过私有云部署。 

o 利用基于云的服务支持商务、供应商报价、保修日期捕获等——可以轻松地部署。 

 

世界级的交付 
 

挖掘 Microsoft Consulting Services 的能力 
 

Microsoft Consulting Services (MCS) 是 Microsoft 的咨询和企业支持部门。Microsoft 顾问帮

助世界各地的企业从他们对 Microsoft 产品和技术的投资中获得最大回报。这意味着帮助部署和

优化 IT，以及帮助企业利用可提供最大商业价值的 IT 计划向前发展。面向零售的 Microsoft Dyn

amics 解决方案是 MCS 关注的一个特定领域，MCS 可以向对 Microsoft 项目管理、Microsoft 

解决方案部署，或 Microsoft Dynamics 合作伙伴的补充支持感兴趣的组织提供多种选择。 
 

有关 Microsoft 服务如何帮助驱动零售实施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microsoft.com/services 

 

总结 
 

在 Microsoft 成为零售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过去两年中，Microsoft 已经成

为开设了 Microsoft Stores 的零售商，并继续以 Surface、Kinect 和 Windows Phone 等优秀

产品驱动蓬勃发展的消费业务。我们发布了 Microsoft Dynamics for Retail，席卷了整个行业，

客 户 遍 布 超 过  3 8  个 国 家 / 地 区 。 我 们 仍 会 是 店 铺 系 统 基 础 架 构 的 领 先 供 应 商 ， 提 供

http://www.microsoft.com/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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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8、Windows  Embedded  POSReady (Point  of  Sale)、SQL  Server、System 

Center 和 Windows Server 等解决方案。 
 

当我们展望未来时，在用户体验方面还即将出现更令人兴奋的创新，包括虚拟购物和 Kinect 的手

势识别，通过 Microsoft Azure 的云，等等。由于其 Microsoft Dynamics 投资，零售商将能够

即时无缝地在其企业中利用此创新的所有力量。 
 

就像我们说的，作为一个公司，我们在零售方面全力以赴，并且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 Microsoft 

Dynamics 更明显地体现这一点。 
 
 
 
 
 
 
 
 
 

如果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微软 Dynamics AX 的信息， 

请拨打微软中国地区免费服务电话：800-820-3800 

或访问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ynamics/erp.aspx   

邮箱：mbschina@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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